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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導企業成功轉型的
⼤成功奥秘

SAP Center for Business Insight 研究，由⽜津經濟研究院提供研究調查和分析⽀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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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破傳統的技術思維模式
鮮少⼈知道，早在⼀個多世紀以前，電動⾞就已經問
世。這是因為⼀直以來，根據我們的思維，只有搭配企
業發動機的⼯具，我們才稱之為汽⾞。
即使到了 20 世紀九零年代末，通⽤汽⾞、雪弗蘭、本⽥
和豐⽥分別推出了純電動汽⾞，它們的總銷售量還不到
3200 台。不論是普羅⼤眾，還是製造商都無法想像汽油
發動機、龐⼤的加油站網路和其他配套措施之稱的汽⾞
文化。也正因為沒有⼈做出如此⼤膽的設想，這種汽⾞
文化並為發展成形。
直到 Elon Musk 出現，打破了這樣的局⾯。
憑藉著傑出的領導能⼒、創新精神和⼯程領域的專業知
識，Musk 決⼼成立⼀家專⾨⽣產特製電動汽⾞的公
司。他先後說服了投資⽅和普羅⼤眾，讓他們相信不使
⽤汽油的汽⾞不僅是可⾏的，⽽且還是眾望所歸的。

他的願景不僅顛覆了⼈們對汽⾞的印象，還改變了傳統
的交通和能源管理思考模式。根據他的想像，未來，特
斯拉電動⾞將能夠為你的住宅提供充⾜的電⼒。為你的
住宅供電後，特斯拉汽⾞將在夜間利⽤⾃動駕駛技術前
往充電站充電，然後回到家中，第⼆天載著你去班。
在Musk 眼中，汽⾞只是未來⼤型能源供應鏈的⼀個環
節。⽬前，已有超過 40 萬⼈預訂了特斯拉 Model 3，他
們⾄少要到 2018 年中才能拿⾞。這些⼈可能從未想過不
⽤試駕就可以買⾞。⽽這也驗證了 Musk 願景的價值。
如今，每個產業都需要⼀個像 Elon Musk 這樣的⼈，來
打破「技術變⾰只是現有商業模式下零星變化」的舊有思
維。 SAP Center for Business Insight 與⽜津經濟研究院
(Oxford Economics) 合作發表了⼀項新研究發現，在數
位轉型浪潮中，如果企業不能打破這種漸進式思維模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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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將技術視為⼀種⼯具，⽽不是未來全新商業格局中不可
分割的⼀部分，那麼企業將⾯臨⽣存危機。
在受訪的 3100 多家企業，其中 100 家領導企業在策略⾯
顛覆了技術思維模式，他們認為⾃⼰成功實踐了數位轉
型。雖然這並不代表它們已經實踐了轉型的終極⽬標，但他
們已⼤致上完成了跨部⾨、功能和營運範圍的初步轉型專
案。
這 100 家企業看待營運的態度不同於其他企業，所做的選
擇也不同。例如，他們正⼤⼒地投資數位技術和科技，⽤於
推動轉型；其他企業則更重視如何加快產品上市的速度。
在我們的研究中，近⼀半的領導企業成立了專⾨的團隊，來
幫忙進⾏跨部⾨協調和策略性變⾰的統籌；在其他企業
中，做到這⼀點的只有 14%。
在這 100 家企業中，沒有⼀家企業讓內部的某⼀個功能部
⾨來主導數位轉型專案，⽽在其他企業中，有 25%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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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將主導權交給財務、營運或其他功能部⾨⼿中。我們
的研究顯⽰，如果讓功能部⾨領導數位轉型，企業將⾯臨孤
立專案的風險，這些專案缺乏關聯性，並且脫離了數位思維
模式。這種情況下，企業毫無疑問地無法實現⽬標，所有努
⼒都付諸東流。
結果不⾔⽽喻，相較同產業，領導企業的利潤和收入更
⾼， 競爭優勢更⼤，⽽且未來，它們還將繼續保持這種優
勢。 例如，透過導入數位轉型，領導企業未來兩年的收入
成⻑率預計將比其他企業⾼ 23%。
在這項調查中，雖然 33% 的領導企業來⾃科技產業，但其
他企業仍分散於各⾏各業，從零售、製造到⾦融服務業，
不⼀⽽⾜。
此外，儘管 37% 的數位轉型領導者為年收入超過 100 億美
元的⼤型企業，但也有年收入在 1 億美元左右的中⼩企業
處於領導者之列。因此，他們的經驗適⽤於各⾏各業、不同
規模的企業。

數位轉型的領導者
有哪些特質？
百家領先企業具有以下四個特質：

以⾯對客⼾的功能部⾨為優先
⽬標

他們專注於真正的轉型
領導企業不會採⽤斷斷續續、零散的變⾰，⽽是跨
組織展開的持續性變⾰。他們將轉型視為⼀個重新
調整商業模式的⼤好機會。相比與對⼿之間的較
量，他們更重視⾃⾝的轉型
数字化转型领导者
具有哪些特质？

領導企業認為，卓越的客⼾體驗是通往數位轉
型的⼤⾨。他們將「賦予客⼾主動權」視為全
球級的重要⾏動⽅案的機率要⾼ 58%。此外，
領領導企業還成功地將⾯對客⼾的變⾰措施與
整個企業的營運流程串聯起來，並延伸到合作
夥伴和供應商⽣態系。

數位思維模式

它們採⽤ IT 架構雙模，投入
下⼀代技術
領導企業表⽰，他們⼤⼒投資雲端科技和
企業⾏動裝置技術。在⼤數據、商業分析
和物聯網（IoT）技術上的投資呈兩位數成
⻑，機器學習和⼈⼯智慧⽅⾯的投資也在
快速跟進。透過雙模 IT 架構，他們能夠⾼
校地營運，同時快速將新技術帶入企業實
際應⽤⾯，在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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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們是⼈才驅動型組織
領導企業對於擅⻑推動數位轉型的技術⼈才需
求旺盛，因此，他們正⼤⼒投資、招募和培養
⼈才，掃除流程障礙。這⼀切都是為了提⾼員
才敬業度，確保他們能夠做好準備，滿⾜新技
術要求，迎接新的⼯作模式。

採⾏創新的突破式，⽽非漸進式
領導企業為什麼與眾不同？因為他們能夠迎合市場需求，從
內部創新的思维模式和營運⽅式，在企業內建立數位思
維。⼀般的企業可能會說「我們需要⼀款⾏動應⽤」，但領
導企業則會表⽰「我們要以客⼾的需求為中⼼，打造全新的
⽅式服務客⼾。」
⼀家總部位於香港的全球供應鏈管理公司正在啟動數位轉
型。透過這個案例，我們可以看到其思维模式的轉變。在採
⽤新技術的過程中，該公司還會對⾼階⼈員進⾏轉型相關的
培訓，讓他們能夠全⼒⽀援企業內的轉型專案。該公司的技
術⻑ (CTO) 說道：「我們⾯臨最⼤的組織變⾰是……如何在
企業内從上到下，層層傳遞這⼀理念，確保每個⼈都認可和

和理解這項計劃，以及執⾏這些計劃的原因。」
我們採訪的⼤多數企業都表⽰，參與全球競爭是他們的⾸
要任務。然⽽，領導企業卻告訴我們，他們的當務之急是
如何適應數位經濟時代，以及隨之⽽來的技術創新。從本
質上來說， 這也能夠提⾼他們的競爭⼒。
領導企業正在努⼒創造統⼀的「數位企業文化」，避免採
⽤孤立、發散的⽅法實⾏創新。換⾔之，他們需在整個企
業範圍內發動⾰新，並且不斷地創新，⽽不是只是在資
源、文化和企業政策允許的情況下進⾏⼀些零碎的調整。

圖1

領導企業專注於真正的轉型
其他企業

領導企業

96%

93%

5倍

96% 的領導企業將數位轉型視為核
⼼的經營⽬標，其他企業的比例只
有 61%

93% 的領導企業認為，技術對
於保持競爭優勢⾄關重要或非
常重要，其他企業的比例則只
有 72%

認為數位轉型會引發組織結構上變
⾰的企業是 5 倍其他企業的

96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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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%

93%

72%

56%

10%

但是，引領數位轉型並非容易，即使是領導企業也不例
外。⼤部分企業表⽰，他們在執⾏數位轉型計劃時⾯臨的最
⼤挑戰是缺乏領導⼒。這 100 家領領導企業則認為，缺乏創
新管理的專業技能是最⼤的挑戰。當他們試圖透過跨組織的
流程和技術（例如多功能數位平台）在各個營運和功能部⾨
啟動變⾰時，任務顯得更為艱鉅。70% 的領導企業表⽰，導
入此類平台是他們現階段的⾸要任務，⽽且他們當中有 76%

其中⼀家領導企業（⼀家美國包裝食品⽣產商 CIO）說道：
「我們在所有⼯廠開發了網路平台。現有許多流程均仰賴⽣
產⼯廠的網路。我們對於其他設備機器和互連數據還有很多
想法，但這⽅⾯的⼯作相對簡單。困難點在於如何串聯所有
的數據，讓企業能夠快速獲取洞察，並即時地將洞察化為⾏
動。

的企業規劃在 2018 年之前將平台部署到位。

從客⼾著⼿
過去的策略性技術發⽣了變化，例如 ERP 軟體，這類的技
術以往是⾯對企業內部，較少接觸到客⼾。相較之下， 如
今，引領數位轉型的領先企業開始將⽬光投向外部，爭取
以不同的⽅式為客⼾提供新價值、⾼價值的服務。
接著，這種思維模式在企業內層層傳遞，並推動企業去改
變 所有⽤於傳遞新價值的營運流程，不論是直接或是間接
透 過員⼯、合作伙伴或影響者推動這⼀轉變。事實上，領
導企業認為，賦予客⼾主導權是數位轉型的必要⼿段，⽽

非最終的結果或⽬標。約 39% 的領導企業表⽰，賦予客⼾主
導權相關的規劃（例如，讓客⼾更參與產品和服務的設計） 將
是未來兩年最重要的⼀個趨勢，其他企業中的比例則只有
23%。
從這些數據中，我們似乎能得出⼀些結論。70% 的領導企業透
漏，數位轉型幫助他們提⾼了顧客滿意度（參⾒圖 2）。

圖2

轉型的第⼀步是優化客⼾體驗
領導企業

其他企業

92%

70%

39%

92% 的領導企業表⽰，他們有
成熟的轉型策略和流程來提升
70% 客⼾體驗，⽽其他的企業
比例只有 22%。

70% 的領導企業看到了數位轉型
在顧客滿意度和顧客互動的重要
性和顛覆性觀點，⽽其他企業的
比例只有 22%。

39% 的領導企業將賦予客⼾主導
權視為⼀個重要的全球趨勢，⽽
其他企業的比例只有 23%。

92%

2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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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%

22%

39%

23%

堅持⼈才優先策略
過往，每當遇到⼈才短缺的問題時，企業⼀般會採取更
簡單、成本更低的招募⽅法，將培訓規劃留給員⼯⾃⼰
去完成。因此，當我們發現很多處於不同階段的數位轉
型企業，⼀致表達打算投資現有員⼯的再培訓計劃，來
確保員⼯能夠掌握數位技能時，我們感到相當驚喜。
例如，2016 年，⼀家巴⻄汽⾞產品公司的數位轉型計
畫雖 然仍在進⾏中，他們已經成立了⼀所專⾨的「學
校」，為兩萬名員⼯和合作夥伴提供包含線上課程等培
訓。並且，他們還會持續對學員進⾏測試和認證，追蹤
學員是否真正掌握了所需技能。

事實上，百家領導企業投入了更多的資⾦在現有員
⼯、管理⼈員和⾼階⼈員的再培訓計劃上。同時，他們
也投資全⾯招聘的新員⼯，並設立「⾃動化⻑」等新職
位，⽀援全⽅位的數位轉型⼯作。
71% 的領導企業表⽰，透過實踐數位轉型，他們更能輕
鬆地吸引和留住⼈才。⽽在其他企業中，這⼀比例只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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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%。領導企業知道掌握數位技能將有助於提⾼員⼯敬業
度，並幫助他們建立及維持專⾨的跨組織團隊，讓這些團
隊活躍於轉型進程的最前線。
完善的⼈才招募和留任機制對領導企業和其他企業同等重
要。但是，他們認為，未來兩年中，增加對數位技能的投
資是他們最重要的營收增⻑因素，⽽其他企業則⼀致認為
產品上市速度才是最重要的。
此外，似乎只有領導企業設法強化⼈才上的管理。相較其
他企業，領導企業認為數位轉型改變了他們在⼈才管理⽅
式的機率 要⾼出 5 倍，並且認為這種變化在未來兩年⼈
將持續的機率要⾼出 2 倍（參⾒圖 3）。66% 的領導企業
正在消彌流程上的障礙，讓員⼯的⽣活變得更輕鬆。約
90% 的領導企業預計，他們的努⼒將在未來兩年⾒到成
效，其他企業中的比例則只有 56%。

企業對員⼯的重視並沒有被埋沒。64% 的領導企業表⽰，數
位轉型幫助他們提⾼了員⼯敬業度，⽽在其他企業，這⼀比
例只有 20%。90% 的領導企業預測，未來兩年內員⼯敬業
度將進⼀步提升，其他企業中的比例則只有 56%。

圖3

領導企業均為⼈才組織驅動型
領導企業

其他企業

71%

48%
48% 的領導企業表⽰，未來兩年，投資
數位科技能和技術是最重要的營收成⻑
因素，其他企業中的比例則只有 30%。

48%

30%

5倍

71% 的領導企業表⽰，數位轉型能幫助
他們更輕鬆地吸引和留住⼈才，其他企
業中的比例則只有 54%。

71%

64%

相比其他領導企業，認為數位轉型改變了他
們的⼈才管理模式⾼出 5 倍機率。83% 的領
導企業預測，未來兩年，數位技術將改變⼈
才管理模式，其他企業的比例則只有 37%。

64%的領導企業表⽰，他們的員⼯變
得更加敬業了，其他企業中的比例則
只有 20%。

64%
35%

7%
⽬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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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%

83%

37%

未來兩年

20%

哪些未來技術在藍圖規劃中?
我們發現，在技術投資重點和進度上，百家領導企
業與其他企業顯得截然不同。⾸先，領先企業已經
投資了很多其他企業眼中的下⼀代技術，例如，機
器學習和物聯網（參⾒圖４）。
領導企業不僅僅是選擇了致勝技術。他們還會制定
優先技術及投資策略。在本次調查中，⼤部份企業
都認為，多功能數位平台是數位轉型技術的關鍵所
在。領導企業在理念上要快 IT ⼀步，他們在雙模架
構中依優先性，對技術進⾏分類，也就是說，他們

將技術分成了兩類：⼀類是企業普遍採⽤的技術；⼀
類 是能帶來獨特競爭優勢的技術。
但是，即使是在⼀些無法提供明顯競爭優勢且常年沒
有 變化的⼀般性流程中，例如，應收帳款、帳齡分析
等，領導企業也在設法採⽤新技術，以期⼀舉提⾼⼯
作 效率。⽽對於能帶來差異化競爭優勢的流程，領導
企業則建立靈活的團隊：快速發現、應對及適應科技
的進 步，例如，機器學習和 IoT。62% 的企業已經建
立了這樣的團隊，未來兩年，這項比例有望提⾼⾄
82%。

圖4

領導企業正在投資下⼀代技術
領導企業

其他企業

94%

76%

⼤數據/商業分析

物 聯 網

94%

60%

5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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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%

62%

機 器 學 習

50%

76%

雙模架構

7%

62%

20%

轉型必有回報
引領數位轉型的領導企業已經從組織創新和創新技術導入
當中嘗到了甜頭，甚⾄獲得了⼀些回報，並且⻑期來
看，他們將獲得更多商業價值。
事實上，他們獲得了驚⼈的回報，讓整個企業都受益匪
淺。 百家領導企業更相信下⼀代技術能從客⼾與合作夥
伴，到品牌價值、員⼯敬業度和營收成⻑上為他們創造價
值，他們認為下⼀代技術影響了企業的⽅⽅⾯⾯，比普通
企業要⾼ 2.5 到 4 倍。
總結來說，領導企業之所以能從數位轉型的浪潮中脫穎
⽽出，是因為他們的思維模式發⽣了像特斯拉 (Tesla) 那
種根深蒂固的轉變，正是這樣的轉變使得特斯拉能夠提出
由電⼒驅動的想法，深深改變了未來的汽⾞產業。
領導企業在建立和培養⼀種數位化的思維模式，⿎勵⼤膽
變⾰。負責變⾰專案的團隊將轉型視為提升整個企業的機
會，⽽不是單獨遵循漸進地改善某⼀塊業務。同時，他們
也在投資新技術和稀缺的⼈才，實現客⼾渴望的數位升
級，並在此基礎上，進⼀步地提⾼效率。借此，他們就能
確保整個企業因應趨勢，始終保持領先。
其他企業若想追上領導企業，就必須等待像是 Elon
Musk 這樣的天才出現改變產業規則。具體的說，他們必
須避免零碎的 IT 專案；將 IT ⼈員視為策略合作夥伴⽽非
營運⽀援⼈員；不要讓孤立的團隊負責數位轉型，⼜抱怨
轉型的專案沒有帶來顯著的效益。
數位轉型將決定企業的未來。因此，轉型不能是循序漸
進的改變，也不能與營運模式分開來看。最後，我們的研
究得出了⼀個最簡單的結論就是：倘若單純地將數位轉
型視為另⼀個 IT 專案，企業不只會落後於⼈，更將以失
敗告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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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⽅法
SAP Center for Business Insight 計畫旨在結合最新的研究數據，探索和發掘新思維，解決業務和技
術⾼層所⾯臨的挑戰。
受 SAP Center for Business Insight 的委托，⽜津經濟研究院圍繞企業推動數位轉型過程中⾯臨的問
題與挑戰，對全球超過 3,100 名⾼層展開了調查和分析。調查活動於 2017 年初（1 ⽉⾄ 5 ⽉）以電
腦輔助電話採訪的⽅式進⾏。
受訪者來⾃ 17 個國家和地區，每個區域都抽取了來⾃⼤、中、⼩型企業的代表。這些國家和地區包
括：巴⻄、墨⻄ 哥、澳⼤利亞和紐⻄蘭、⽇本、東南亞、印度、⼤中華地區、加拿⼤、美國、德
國、瑞⼠、俄羅斯/烏克蘭、法國、北歐國家、荷蘭、英國，以及中東/北非。受訪企業來⾃不同的產
業，包括製造、零售、銀⾏和保險、醫療衛⽣、專業服務、科技、消費品和公共事務等。

© 2018 SAP SE 或 SAP 附屬公司。保留所有權利。 未經 SAP SE 或 SAP 附屬公司的明確許可，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出於任何⽬
的複製或傳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；本文所述訊息如有更改，恕不另⾏通知；由 SAP SE 及其經銷商的某些軟體產品含有其他軟
體供應商的專有軟體套件；產品規格在不同國家/地區可能有所不同。 SAP SE 或 SAP 附屬公司提供這些材料僅供參考，對此不
做任何形式的聲明或保證，亦不對這些資料可能出現的錯誤或遺漏承擔任何責任；SAP 或 SAP 附屬公司對各⾃產品和服務的保
證（如有）僅限於關於此等產品和服務的明確聲明；本文的任何內容均不構成額外的保證。 SAP SE 或其附屬公司沒有義務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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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可能發⽣更改，及 SAP SE 或其附屬公司可能隨時基於任何原因對其進⾏更改，恕不另⾏通知。本文中的訊息均不構成提供任
何資訊、代碼或功能的保證、承諾或法務義務。所有前瞻性聲明均可能受未來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影響，實際結果可能與
預期存在重⼤差異。我們提醒讀者，請勿過分依賴這些前瞻性聲明，亦不應將其作為制定購買決策的依據。 SAP 和本文所述其
他 SAP產品和服務以及他們各⾃的徽標是 SAP SE（或 SAP 附屬公司）在德國和其他國家／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。本文提及
的所 有其他產品均為其各⾃所有公司的商標。 有更多商標訊息和聲明，請參⾒ https://www.sap.com/taiwan/about/legal/trademark.html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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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
撥打 SAP 專線：0800-885-989
線上洽談：https://goo.gl/2FPeMK
加入粉絲⾴：https://goo.gl/EAjYTF
觀賞影⾳頻道：https://goo.gl/AjjnXL

若欲瞭解更多資訊，請造訪：
www.sap.com/execstud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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